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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8月1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我市已
出台《打造全国一流新能源和智能网联
汽车应用场景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根
据《行动计划》，未来三年中心城区新增
出租车将全部使用电动汽车。

《行动计划》明确，除了中心城区新
增出租车使用电动汽车外，全市新增和
到期更新的网约车，也将优先使用电动
汽车；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新增
和更新的各种类型公务用车，未来纯电
动占比不低于30%；全市新增的公交车
纯电动占比不低于50%，到期更新的公
交车新能源占比不低于50%；主城都市
区中心城区新增和到期更新的邮政快

递、城市物流配送车优先使用电动汽车。
此外，我市还将以两江新区、江北区

等区县为重点，争创国家换电模式示范
城市，未来将建成换电站超过200座，形
成2万辆换电车型的服务能力，就算主
城区所有出租车都更换为换电车型，也
能够得到较好支持。

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表示，当前，
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新能源和智能化变
革，汽车企业如不抓住机遇，三五年后将
丧失原有竞争优势。

对此，我市除了在电动汽车领域全
面发力，还将以公交车、市政环卫车、邮
政车等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我市公共服
务领域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大
力支持相关企业成立融资租赁平台公

司，快速提升城市物流领域应用规模；加
强与四川联动，以渝蓉高速、成渝高速、
渝万高速等为主轴线打造“成渝氢走
廊”，年内率先打通渝蓉高速氢燃料电池
物流车城际示范线路。

在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根据《行
动计划》，我市将尽快实现车联网城市级
规模化应用，推动两江新区车联网功能
全域覆盖；联合四川方面共同推进渝蓉
高速、成渝高速扩能、遂渝高速扩能等智
慧高速建设，率先推动渝蓉智慧高速开
工，着力打造“成渝智行走廊”；推动永川
区百度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地二期、仙
桃数据谷无人驾驶体验公园、保税港区
自动驾驶物流车示范运营等一批特色项
目加快实施。

我市出台三年行动计划打造全国一流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

中心城区新增出租车将全部使用电动汽车

□本报记者 白麟

8月11日，市经信委传来消息：今年
上半年，我市汽车产业增加值、产量、产
值同比分别增长25%、47%和29%，其中
汽车产量增速比全国增速（24.2％）高出
近一倍。

重庆汽车产业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什
么？

“近期，本地汽车产业高端化发展国
内领先，投资吸引力不断增强，新能源和
智能化加速推进。”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几个层面利好因素的叠加，为重庆
汽车产业提供了强大动力，推动行业迈
向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

告别中低端产品路径依赖

重庆成为中国汽车产业，
尤其是自主品牌高端化发展的
领先地区

8月11日，南坪海峡路长安4S店，
虽然不是周末，但店内人气满满，长安
UNI-T、UNI-K两辆样车旁更是围了一
圈人。该4S店销售负责人表示，最近至
少有1/3的客人是冲着这两款车来的。

“UNI系列跟长安以往的车型很不
一样。”来自渝中区的市民肖璧华说，这
两款车的车身呈流线型，漆面、灯具和内
外装饰都很精致，看上去很有档次。

实际上，作为定位中高端车型的
UNI系列，在外观、内饰、性能、安全和智
能配置方面，都比同级别自主车型有极
大提升，售价自然也不低——以UNI-K
为例，售价从15万至19万元不等，虽然
比同级别自主车型均价高出1/3以上，
仍受市场热捧。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长安汽车共
售出613028辆新车，成为国内自主品牌
销量冠军。其最新推出的UNI引力系列
车型，上半年售出63756辆，成为长安突
破高端市场的“拳头车型”。

“重庆造汽车已贴上高端标签。”市
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长安汽车
UNI系列受市场欢迎，长城汽车在国内
自主品牌细分市场最高端的“长城炮”，
月销量也持续破万，“坦克300”车型订
单爆仓，售价达23万元以上，打破自主
品牌售价“天花板”。

小康集团的中高端产品——华为智
选金康赛力斯SF5同样供不应求，已成
为国内智能化电动汽车产品标杆之一。
林肯在重庆生产的林肯冒险家、航海家、
飞行家等系列产品陆续投放……

目前，重庆售价10万元以上的整车
产品占比，已从2017年的 30%提升至
42%。重庆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尤其是

自主品牌高端化发展的领先地区，告别
了中低端产品路径依赖。

前不久，欧洲豪华电动汽车品牌极
星新能源项目在重庆开工。极星发布的
两款车型，一款为售价20万至40万元区
间的紧凑型轿车，另一款为售价高达
145万元的跑车。业内人士认为，上述
项目将再次大幅提升重庆汽车的整体产
品档次。

新能源汽车发展尤为亮眼

今年上半年产量即达到
2020 年全年规模，增速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重庆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贯穿了
新能源和智能化两大关键词。其中，本
地新能源汽车发展尤为亮眼——2021
年上半年产量即达到2020年全年规模，
同比增长2倍多，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18个百分点。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认为，这一亮
眼成果的深层动力，源于我市超前的战
略思维，以及车企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
抢抓新赛道的有力举措。

据介绍，目前在新能源产业链方面，
长安、金康、极星、福特、庆铃、上汽红岩、
瑞驰、中车等不同类型新能源品牌，均搭
建起了高中低产品系列，如福特Mus-
tang Mach-E、华为智选金康赛力斯

SF5、长安奔奔E-Star国民版等新品集
中上市，比亚迪电池、博世氢燃料发动机
等补链强链项目落地。

产销方面，各大车企亮点纷呈。长
安新能源汽车月产销首次突破1万辆，
累计销量排名进入全国前十，奔奔E-
Star销量排名全国细分市场第二；瑞驰
汽车和华晨鑫源的电动物流车销量继续
领跑全国。

重庆在氢燃料汽车领域的发展同样
成果颇丰。近期，本地首座加氢站建成，
氢燃料公交车、物流车运营也渐次投入，
首个国家氢能动力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正
在建设，博世、国鸿、明天等国内外氢燃
料电池汽车产业领域优质企业也加快在
渝项目推进，助推本地形成研、产、检、
销、用等为一体的氢燃料汽车全产业链。

加快构建智能网联产业链

2023年建成国家级车联网
先导区、换电模式示范城市、氢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在汽车智能化发展方面，重庆也继
续保持着领先优势。

今年4月初，一则“华为携手重庆车
企‘造车’”的消息刷爆朋友圈。

很快，在4月中旬的上海车展上，由
华为与金康携手打造的赛力斯SF5亮
相。这一跨界合作引发业内高度关注，

被称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以及
汽车产业智能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除了上述合作，近期长安也与华为、
腾讯等联合建立智能化研发实体，并与
国内领先的科技、电池企业联合成立了
新型汽车公司长安阿维塔。重庆车检院
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设计C-V2X规模测
试平台。川渝两地经信主管部门也达成
共识，联合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及车联网
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各项合纵连横的背后，是重庆构建
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其中，长安、金
康、阿维塔等负责整车，中国汽研、招商
车研等负责检测、运营，地平线、黑芝麻
等负责研发，北斗星通、华域视觉等提供
技术服务。

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助推重庆智能
网联汽车2020年产量较2017年实现翻
倍增长。其中，长安U-NIT率先实现自
主品牌L3级自动驾驶乘用车量产上市；
华为智选金康赛力斯SF5成为“华为系
造车”最受欢迎的产品；庆铃园区物流自
动驾驶汽车、上汽红岩智能渣土车备受
业内关注……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23
年，重庆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
景建设将实现大幅跃升，建设成为国家
级车联网先导区、换电模式示范城市、氢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场景建设规模
和水平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重庆造汽车已贴上高端标签
●目前售价10万元以上整车产品占比从2017年的30%提升至42%
●长安UNI系列、长城“坦克300”等销量火爆，林肯系列产品陆续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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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3年——

全市新建车路协同道路长度超

过1000公里，改造路口数量超过

1200个

渝蓉高速等智慧高速开工建设，

累计启动超过500公里智慧高速

建设工作

全市建成换电站超过200座，

形成2万辆换电车型的服务能力，

换电车辆示范应用规模快速提升

全市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超过

15 万辆，其 中 氢 燃 料 电 池 汽 车

1000辆，建成加氢站10座

本报讯 （记者 张莎）重庆日报记
者8月10日从市民政局获悉，根据民政
部要求，我市将按照异地代收代办方式，
统一使用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受理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申请，实现

“跨省通办”，不再受户籍地限制，在全国
范围内任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都能提出申请。

据了解，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

定申请“跨省通办”的基本办理流程分六
步：一是提交申请，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认定采取任意地受理申请、网络推
送、户籍地负责审核的形式办理。二是
收件查验，受理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所需提供
的材料，并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身
份核验。三是材料流转，受理地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申请材料收齐之

日起3个工作日内录入信息系统并推送
至申请人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四是审核审批，申请人户籍地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到推送材料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出初步意见并
上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后者在收
到相关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填写审核意见，并将审核结果通过
信息系统反馈给受理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五是告知结果，受理地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收到办理
结果后3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六是
资金发放，认定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的，由户籍地民政部门于次月发放孤
儿基本生活费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
生活补贴。

目前，我市有孤儿3100余人、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3700余人。今年9月起，
我市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标准将得到全面提高，同时建立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自然增长
机制，以后每年按照当年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标准增长的定额同步增长、同步实施。

重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申请“跨省通办”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川渝

两地纳税人跨省异地缴税越来越方
便。重庆日报记者日前从人民银行
重庆营业管理部获悉，截至2021年
6月末，全市已有34家银行支持“川
渝跨省异地电子缴税”，两地纳税人
跨省缴税可以通过这些银行“一键
直达”，享受同城待遇。

2020年，川渝两地人民银行、
税务部门联合创新推出“跨省异
地电子缴税”模式。该模式打破

了川渝两地区划限制，通过财税
库银联网通道，将本地税务、国库
与省外商业银行信息系统进行信
息交互，让本地国库和省外商业
银行直接进行清算，从而实现两
地缴库一体化、流程电子化、业务
标准化。

信息跑路代替人员跑路，川渝
两地纳税人足不出户，即可通过电
子方式将税款跨省直接缴入国库，
税款跨省入库时间从以前的1周左
右，缩减到现在的1个工作日。

据介绍，在人民银行重庆营业
管理部和重庆市税务局大力推动
下，截至2021年6月末，全市已有
34家银行支持“川渝跨省异地电子
缴税”。其中，15家银行还开通了
全国跨省异地电子缴税业务。

全市34家银行支持
川渝跨省异地电子缴税

□本报记者 罗芸

8月11日，沙坪坝区土主街道
幸福片区团结路旁，穿堂风从兴利
木雕工作室钻出来，带着一阵木料
幽香。

“嚓……嚓……”，屋内传来缓
缓的、有节奏的刨声。58岁的刘成
兴正在做一套两椅一桌的太师椅。
这套太师椅全部采用榫卯结构连
接，椅背和扶手雕刻着精美的象征
幸福的蝙蝠、吉祥如意的灵芝，只用
传统的红、黑、金三色装饰。

这样的太师椅，刘成兴每个月
只能做出两套，售价虽达五位数，但
仍供不应求。“现在订单都排到明年
二月份了。”歇息时刘成兴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上世纪末，传统手艺让位
于“洋风”，他不得不转行；没想到近
几年，“国风”又回来了，他在退休前
正赶上传统木工的红火，迎来职业
发展的“又一春”。

月收入曾远高于国企工人

刘成兴的手艺来自祖传。他家
从爷爷辈起就是土主街道有名的木
匠。16岁初中毕业后，他在父亲手
下学当“小木匠”——行话里，建木
制结构房屋的木匠叫“大木匠”，做
家具的则被称为“小木匠”。

木匠作为手艺人，少风吹日
晒，多受人尊敬。不过，学木匠手
艺除了要沉住气、吃得苦，还需头
脑灵光、有一定艺术天赋。作为木
匠世家出来的人，刘成兴三年后就

“出师”，到当时沙坪坝区井口镇一
大型国企附近开工坊，每天工资
2.8元。

“当时那家国企里普工一个月
才拿45元，我拿得比他们多得多。”
刘成自豪地说。后来，听说綦江打
通、贵州开远能开出更高的工价，他
又陆续在这几地做了几年。

在贵州开远的时候，是刘成兴
的职业巅峰。这里国企职工收入
高，舍得出高价买精品。落脚不到
半年，刘成兴精准的榫卯对接、精细
的雕刻花纹，直接让当地一位大学
毕业生开的家具店关了门。当时，
家里能摆上一套由他做的传统套装
家具，是件体面的事情。

新式家具抢了自己的饭碗

1987年，刘成兴有了孩子，不
得不结束在外漂泊的生活。

回到老家，他准备再干老本行，
却发现重庆的家具行业已经“变了
天”。当时只有农村偶尔有人愿意
做三开门的老式家具，城市和近郊
则刮起了“洋风”：松软的皮革沙发，
弧形的转角家具，弹性极大的席梦
思床……

最令他难过的是，做三开门的
传统五件套家具用的是榫卯结构，
每个构件要求尺寸精准，因此要花
十多天，却只能卖1200元；用挂榫、
钉子、粘胶做成的组合家具，只需一
周左右，材料也是木屑压成的板材，
却能卖到2500元。

“那时正是手艺最好的时候，却
没碰上当木匠最好的时候。”刘成兴
说，被“洋潮流”抢了饭碗，他一度泄
气，跟着一个亲戚学做美发。虽然
收入比当木匠时更高，但他心里却

一直挂念着“敲敲打打的日子”，总
是觉得要摸着墨斗、刨子、锯子，心
里才舒坦。后来，他又陆续在外面
打过工，但都没干太久。

2001年，刘成兴在土主场上开
起家具厂，顺着潮流做“洋家具”，算
是没离开老本行。

老手艺吸引越来越多顾客

最近几天，刘成兴正在忙着修
补一位老顾客送来的“看方”（带雕
花的木板）。这块半镂空的雕花木
板上，山水花鸟保持完整，但几个人
物的脸却因风化或人为破坏而缺
损。

刘成兴先比着缺损处做出脸部
轮廓，再粘到“看方”上，接着打开装
有二十多把大小不等刻刀的卷袋，
换了好几把刻刀，才慢慢将人物的
脸部雕琢出来。完成后，复原的脸
部表情生动，与原刻浑然一体。算
下来，他一天最多只能修补3张这
样的“脸”。

修复传统木雕是刘成兴近十年
新开展的业务。2010年左右，一个
顾客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将自己珍
藏的受损雕刻拿给刘成兴修补，效
果奇佳，于是将其介绍给了更多的
圈内朋友。

这时，刘成兴才发现风气“回
潮”了：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青睐，收藏或愿意购买传统家具的
人越来越多。

2016年，刘成兴关掉生意大不
如前的板材家具厂，开始安心做起
传统家具及古董家具的修复。他的
作坊有四层，一至三楼是收藏、展示
间，里面有他在民间收购的雕花架
子床、立柜、轿子等；负一楼是他做
家具的工坊，里面码放着待加工的
木料和成品、半成品。

刘成兴得意地拿出自己获得的
第五届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证书，

“这是街道和区文化馆推荐我去考
的，这也说明政府是相当重视民间
传统手艺的。”刘成兴说。

刘成兴的儿女没有继承他的手
艺，但有两名来自主城的年轻人向
他拜了师，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其
中一人已能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雕
花工艺。这让他感到欣慰，觉得手
艺后继有人了。

“这几年我才真正实现了‘文
化自信’，感觉喜欢传统手艺的人
越来越多了，木匠这个行业又迎
来了一波发展高峰。”刘成兴高兴
地说。

老木匠喜迎职业“又一春”

刘成兴正在修复古董家具。
记者 罗芸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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